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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信沙发

位于太阳城市场 3 楼西南角，
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沙发生产企业。该品牌沙
发以“时尚、健康、活力、环保”为设
计理念，主要种类有休闲布艺沙
发、皮配布沙发、真皮休闲沙发，让
您的爱家充满爱意。

紫金阁红木家居

位于五莲县城富强路檀香花
园东门沿街，主营红木大板家具、
根雕茶几、根雕靠背椅、根雕躺椅、
根抱石花架，红木雕刻工艺品、绿
檀茶盘、宜兴紫砂壶、苏绣等，精品
荟萃，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红木馆

位于济南路荣域世嘉商务
楼，主营高档珍藏红木家具，该店
最新推出沉香木手串，男女款皆
有，品种齐全。即日起，持本报到店
内消费一律可享受 8折优惠。

大学士防近视学习桌

位于太阳城市场西门三楼，
近视、斜视、驼背、肩膀一高一低、
脊椎变形等严重影响孩子的成长
发育，大学士推出防近视学习桌，
让您的孩子不再因为坐姿等问题
影响前途。该店另售办公桌椅、藤

椅、餐桌等家居用品。

广源家具

位于太阳城市场三楼北厅，
主营沙发、家具。日照本地厂家，集
生产、经营于一体，价格低，质量
优，可订制。

大有帅才健康学习桌

位于太阳城市场三楼北门，
北京帅才健康学习桌设计有可折
叠托肘板，学习时双臂可自然下
垂，托起孩子的双臂，身体靠在椅
背上，全身放松，提高学习效率。该
店另售办公桌椅、藤椅、餐桌等家
居用品。

麒麟床具

位于太阳城市场北门三楼第
一家，主要经营麒麟床垫、沙发、餐
桌、电视柜等床具，产品面料高档
优质，贴身柔顺，设计美观大方，具
有防潮、弹性好、透气性好等特点，
为您的健康提供最贴心的保障。

芝华仕头等舱沙发

现店内芝华仕新品 8651(四人
位)真皮功能转角沙发原价 15800

元现价 7999元，新老顾客进店即送
精美礼品一份，还可免费体验芝华
仕头等舱沙发，另有配套产品低至
半价换购、半价换购按摩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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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艺鲜花

位于昭阳路立京饺子城北
邻，主要经营花卉精品、鲜花制
作、婚车装饰、婚礼策划等，提供
鲜花预定、送花服务。专业的插
花技师，让您在花的世界里，做
你所想，追求至上。

幸福鲜花坊

位于昭阳路建行北 26 米，
主要经营花卉精品、鲜花制作
等，店内鲜花种类繁多，新鲜包
装，可提供鲜花预定、专业插花、
送花服务，让您以极低的价格，
获得最想要的花束，让幸福把你
紧紧包围。

如意鲜花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斜对过，
主营鲜花制作，婚庆、会议、庆典
用花，每天提供最新鲜的货源，
保质保量，提供鲜花预订、送花
服务。现该店每天推出 3 个特价
花篮。

梦云花艺

位于新市区泰安路国际大
厦对过，主要提供生日送花、爱
情送花、结婚纪念送花等鲜花速
递服务，同时经营开业花篮、商
务鲜花等。即日起，持本报进店
消费满 100 元立减 30 元或买 5

束鲜花送同等价位的鲜花一束。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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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彬城木门

位于江豪建材城 B9-1 号,质不
同,艺出众,主营木门、楼梯、整木家
装等,经营华润涂料、永圣实木地
板、天奴五金等中国十大品牌装饰
材料,正品销售,如有假冒双倍返还!

龙发装饰

位于海曲东路 31号，公司投资
近 百 万 成 立 了 大 型 综 合 建 材
城——— 华贝特平价建材城，集瓷砖、
地板、卫浴、门、楼梯、吊顶和灯具为
一体，实行一站式服务，为广大业主
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现到店咨询
即有精美礼物赠送。

全友·天天木门

位于黄海二路石臼汽车东站
东 50米，是国内第一家有雄厚家具
企业背景全资投资的大型木门生
产企业，选用一次性成型木板，用不
开裂，绝不变形，60 丝超厚木皮纹
理清晰，漆面侵润。欧标 42mm 超厚
规格厚重隔音，牢不可破！10 万次
开启绝不变形。

紫荆花漆

位于观海苑建材市场 D 区 1

号，主营紫荆花漆，具有多个产品系
列，包括家装民用漆(内外墙乳胶
漆、水性木器漆及油性木器漆)、工
业漆(包括家具漆、重工业漆等)及工
程漆。紫荆花漆，漆出春天！

御马散热器

位于火车站西 80 米路北观海
苑建材市场，御马散热器是全国十
大品牌，中国驰名商标。该店作为日
照地区总代理，已经营十年之久。主
要批发零售铸铁、钢柱、铜铝复合散
热器，热水交换器、专业地暖安装施
工。御马腾飞，暖遍世界。

哈佛热水器旗舰店

位于火车站南 50 米联通公司
对过，主营哈佛热水器、科里净水
器、世保康净水器等。哈佛热水器独
有的 QSC非金属加热技术，终生不
结水垢，水电完全分离，安全高效，
专注于即热式热水器 15年，是即热

式热水器国家标准起草单位。

新潮灯饰

位于黄海三路观海苑建材市
场 B 区 1 号，主营三雄极光灯具系
列、开元水晶灯系列、欧式吊灯系
列、时尚简约水晶灯等，整套购买更
有优惠。还可承接室内外大型安装
工程。

乐家博尔曼

位于黄海三路观海苑建材市
场 A 区-18 号，整体厨房、卫浴、厨
房电器等，一应俱全。佛山市蒙娜丽
莎卫浴，传承欧洲艺术典范，引领您
晋升欧洲贵族。乐家博尔曼整体厨
房，专注于厨、专注于柜，让您的生
活更美好。

德国菲林格尔地板

位于观海苑国际家居负一
楼，菲林格尔地板始创于 1921 年
德国，是奔驰汽车的室内木制品
独家供货商。凡购买菲林格尔地
板系列产品的客户，如发现产品
的甲醛释放量超过产品标准要
求，除按原价退款外，还将一次性
奖励 10000 元。

红玫瑰灯饰

位于黄海三路观海苑建材市
场 B区 4号，主营品牌欧特朗，专做
家居灯饰，灯具开关、插座、户外亮
化、专业 LED 照明等一应俱全。以
诚待客，以质取信。

爱家灯饰

位于正阳路东方灯具市场 175

号，主营品牌灯具、照明、工程用灯、
节能灯、开关插座等产品。家居照明
照亮、温暖您的爱家。另外，该店承
揽灯具安装、清洗、维修工程。

精诚马赛克

位于济南路格林蓝天西沿
街，批发、零售精品马赛克、各种
仿古砖。山东精诚艺术马赛克商
行，系山东地区最大的马赛克生
产供应商，多年来专注于高端马
赛克的生产、批发和销售，以时空
的转换创造出风格迥异、极具个

性化的产品，充分展现马赛克艺
术的魅力。

卓雅装饰

位于江豪建材城 A6-8-1，是一
家具备设计、施工资质，涉足家装、
工装、木作生产与材料销售的精装
设计与施工服务机构。公司构筑了
一套立体交互式的集设计、施工与
材料配套为一体的整体装饰模式，
以清晰的价格、完整的配套、无缝连
接的服务为主要特征。

宝美装饰公司

位于海曲中路利华商业街 B

区二楼，冬季装修特大优惠：80 平
米简装 1 . 4 万，赠送 1000 元的电视
墙一套；100平米简装 1 .8万，赠送：
两套卧室门价值每套 1000 元；130

平米简装 2 .5 万，赠送：所有的卧室
门，每套价值 1000元。

景都装饰

位于江豪建材城金港美丽园
沿街，主要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
程、园林绿化、玻璃幕墙、外墙保温
等工程。公司自 2012 年 3 月成立以
来，始终以高端的设计、优质的施工
质量为生存准则。

名门装饰

位于江豪建材城 A 区 A6-7。
名门装饰，装饰名门。本店承接：宾
馆、酒店、办公及家具装饰工程，倡
导绿色环保家装工厂一体化装饰。
经营范围包括：鲁班世家系列实木
复合门、免漆门钢木门、防盗门、地
板、整体橱柜等。

格莱斯陶瓷

位于观海苑建材市场 B 区 33

号，主营格莱斯全系列高、中、低档
抛光砖、内墙砖、仿古砖、全抛釉、超
晶石等产品，还可承接室内外装饰
工程。

圣象木门

位于黄海二路山水大酒店北
侧一楼，主营圣象木门、美之选推拉
门、衣帽间等。全球一体化木业产业
链，以绿色产业链，让环保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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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水族为您量身定制。

图腾骑行俱乐部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凡
进店购买自行车者，均可赠送精美
礼包一份。该店在天气允许的情况
下，每周日都会组织骑行活动，放
飞心情。该店推出一款特价图腾山
地车，配置为前叉：三拓 XCT 前
叉；手变：喜玛诺 ST-EF51；前拨：
禧玛诺 FD-TX506；后拨：喜玛诺
RD-360；前后刹车：机械碟刹，现价

1480 元。持本报优惠信息到店消费
全场九折(特价除外)。

GOGOBIKE 单车生活馆

位于海曲中路许家楼长虹大
厦沿街,是美国 GOGOBIKE 山东省
总代理。童车、代步车、折叠车、公
路车等各式自行车,一应俱全,适合
竞赛、户外休闲、运动等。该店每周
六、日都会组织骑行活动,店内所购
单车,终身免费保修。

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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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水族

位于永大家居王府金座一楼
东门，是中国生态水族第一品牌。亮
点生态水族系列产品是一款集生
态、绿色、环保、休闲、装饰于一体，
运用真鱼、碧草、奇木、怪石、底砂等
自然美景的巧妙结合，再现神秘的
水底世界，有生态壁画、壁挂式鱼
缸、生态水墙花卉、生态水族瓶等。
三年不用换水的鱼缸，亮点水族为
您量身定制，为家居装饰带来时尚
与自然的神奇组合。

千百度饰品店

位于望海路中段顺风肥牛东
100米转角处，一楼主营钻饰、银饰、
手表、工艺品，二楼经营头饰、彩妆、
帽子、围巾等。绽放高贵而美丽的动
人韵致，千百度时尚馆，让美丽在指
间傲然盛放。

新东兴窗帘

位于江豪建材市场精品沿街
47 号，主营各种高中档窗帘，承接
学校、企业、酒店、宾馆、工程窗帘，
因为专业，所以出色。新东兴家纺，
给您一个恋家的理由！持本报信息
到店购买窗帘赠送罗马杆或精美
挂穗。

布依诺窗帘

位于文登路四季圣园南区西
门沿街，主营国内外高中档布艺窗
帘、百叶、卷帘、竹帘、晾衣架、沙发
套，承接宾馆、酒店、办公住宅、别墅
等窗帘定制，布艺策划，免费设计，
免费安装。

艺莎莱窗帘布艺

位于文登路四季圣园南区西
沿街，经营各类中高档窗帘布艺、床

上用品、晾衣架，免费上门量尺寸、
设计、加工、安装。精工制作，价格合
理，欢迎订货选购。现优惠大酬宾，
部分窗帘 3折优惠。

意大利罗马窗帘

位于黄海三路观海苑建材市
场北门，高档产品来自意大利的设
计稿件，采用精益求精的欧洲压花
工艺，款款精品巧夺天工，完美诠释
欧式风格唯美高贵的内在品质。以
RUOME装点美丽家居,体验迤俪千
年的文化之旅。

水宜居生态养生家居

位于黄海三路金马一区沿街，
水宜居产品分为六大系列，有数万
件不同的家居产品：树脂流水喷泉、
室内流水喷泉、假山流水喷泉景观
等精美流水工艺品，集观赏、排毒、
天然加湿、养心、防辐射、净化空气
等功能于一体。

暖宜佳蚕丝家纺

该店有两家分店，分别位于济
南路信合苑小区沿街、淄博路海曲
新村二区沿街，现场制作各种规格
桑蚕丝被，现场加工各种婚嫁棉被、
学生被，暖宜佳布艺高中低档床品
套件，质量保证，假一赔十。

水晶宫水族

位于胶州路新玛特北，主要销
售各种珍稀热带观赏鱼、进口及国
产水族器材，专业制作酒店、宾馆及
家庭观赏鱼缸；承接各大酒店、宾
馆、超市制冷海鲜蓄养池设计安装
工程。(持本报优惠信息到店消费可
享受 8折优惠。)

时尚居家饰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主营家居

装饰，有陶瓷摆件，精美床单被罩，
假花装饰，精品钟表、生日礼品，玩
偶，毛绒玩具等。品类齐全，个性时
尚。因新货上市，全场 6折甩卖。

天下奇石馆

该店主营各类奇石、玉器，兼营
各类红木手串、摆件、文房镇纸等中
高端商务礼品、收藏品。即日起，全
场优惠酬宾 5 折起售，持本报可在
现有折扣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特
价除外。

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是一家主营室内家
居饰品、日用品的精品家居饰品店，
现举行盛大酬宾特惠活动，单品 50

元以上的货品打 8折，在此基础上，
满 200 元减 20 元，满 500 元减 50

元。持本报进店可享受 7折优惠。

家之恋

该店主营高档家居、家饰、茶
具、工艺品、礼品等，店内所有高档
茶具半价，消费满 100元，凭 1张含
该店信息的报纸，抵 10元现金。

简单点DIY钻石画

位于太阳城市场二楼，主要销
售钻石画，炫彩夺目，具有较高的使
用、欣赏、摆设、收藏价值，是各事业
单位、大中小企业、家庭酒店、个人
等的理想礼品。该店钻石使用优质
中东钻，款式多样，可订做装裱。

简约家饰

该店主营装饰画、摆件等物品，
可称为软装饰。店内物品全场 8 折
优惠。店主特别推荐一个名为“华尔
街牛”的物品，此物品适合摆放在酒
店、公司办公室，寓意积极向上、牛
气中天。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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